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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蔡迪文 吴祥淼)“想不到隔了2小时， 我的挎
包还挂在鼓楼里， 包里银行卡和现金都没
丢。 ”国庆前夕，广西柳州自驾游客李生胜在
通道坪坦乡坪坦村鼓楼里，找到了遗落的挎
包，称赞当地民风好。据介绍,近年来，通道以
修改、完善村规民约为抓手，推进乡村文明
建设,已有50个乡镇、村被评为国家及省、市、
县文明村镇。

在乡村文明建设中，通道狠抓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生活化，并与创建省级文
明县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重要工作结合
起来。 为此，制定下发了一系列文件，要求各
地修改、完善村规民约，并确定9个示范点，

由县领导联点指导。 村规民约主要从移风易
俗、环境卫生、社会公德、遵纪守法等方面规
范村民行为，一些贫困村还结合重要工作,把
脱贫攻坚等作为了村规民约主要条款。 目
前， 该县已指导152个行政村修改完善了村
规民约。

该县还通过绘制文明新风墙、建设文明乡
风小道、举办民俗活动等，把村规民约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真善美等融入侗歌、侗
戏等，让村规民约在群众中入脑入心。 据统计,
全县建成文明乡风小道24条，共绘制文明新风
墙400余面，并组建162个乡贤文化讲堂、近200
个道德讲堂，今年来开展讲堂活动100余场。 记
者走进坪坦乡双层村，只见村里干净整洁，房前

屋后种植花草。“原来村里问题多，制定村规民
约之后，村民自觉遵守,村子已大变样。 现在,邻
里关系很和睦, 村民投入公益事业已蔚然成
风。 ”村民杨刚令介绍。

该县帮助各村建立完善村民议事会、道德
评议会等,并开展“传承好家风、好家训”等主题
活动，组织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文明
景区”等评选，树立“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典
型。目前,全县已发展注册志愿者19720名，其中
5人被推荐参加“湖南好人”评选。

好乡风与好风景，促进了旅游发展。 今
年1至8月， 全县共接待游客376.6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22.4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4%、
23.3%。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
员 唐建明 张兴国 胡纯亮）“以前的老班七
八十名学生的都有，现在按标准都是45个学
生一个班，真好！ ”永州市零陵区荷叶塘小学
副校长龙凯日前高兴地告诉记者，2018年，
该校教学楼新建一栋、维修一栋，共增加学
位2160个。

“今年秋天，全区新增9100个学位，大班
额基本消除。 ”该区学位办工作人员贺泽飞
介绍。 大班额问题，是零陵区老百姓近年来
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 2018年，该区将学
位建设作为民生一号工程，并通过开展“领
导带头做表率，班子带领聚合力，党员带动

当先锋”的“三带”活动，高位推动，精准破解
这一难题。 截至8月底，今年全区12个学位建
设项目已全部开工，4所学校全部竣工，完成
投资5亿多元。

有效破解“大班额”难题，是该区“三带”
活动惠民生的一个缩影。 一个项目、一名领
导、一个班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 今年以
来，零陵区在工作中加强党建引领，紧紧抓
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全区范围内
开展“三带”活动，形成了以上率下、上行下
效、整体联动的工作机制。

在项目建设中，109个重点项目全部有区
级领导和部门班子成员对接抓，跟踪督查、破解

难题，前8个月完成投资139.8亿元。在脱贫攻坚
中，领导干部带头到困难最多、情况最复杂、矛
盾最尖锐的地方去“解剖麻雀”。 在民生实事的
推进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大额班基本消除，“健
康零陵”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不断完善。 全区新
建城乡养老服务示范点6个，新增养老床位562
张。 据悉，该区上半年民生支出11.2亿元，占财
政总支出的79%。

“去年以来，近千项民生微实事项目得
以实施，群众反映强烈的‘学位、床位、车位、
蹲位’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群众满意度和
幸福感大大增强，也为零陵按下了高质量发
展的快捷键。 ”零陵区委主要负责人说。

�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通讯员 夏喜衡) 今
天早上， 当第一缕阳光冉冉升起时， 雪峰山
“花瑶民族风情园”开工大典，按照花瑶民族
传统礼仪在隆回县虎形山花瑶景区进行，正
在这里休闲度假的2000多名全国各地的游
客，见证了这一庄严的时刻。 湖南雪峰山生态
文化旅游公司跨区联动打造雪峰山大花瑶景
区的目标，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据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实控人陈黎
明介绍，今年国庆黄金周，雪峰山大花瑶景区

旅游持续火爆： 穿岩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天门
的云端玻璃滑道，每天都有数百人排队；花瑶
古寨崇木凼的篝火晚会， 游人围了一层又一
层；山背花瑶梯田、旺溪瀑布……到处都是游
客欢乐的身影。 雪峰山大花瑶景区已成为游
客新宠。 截至今天下午5时，景区内的穿岩山
国家森林公园、山背花瑶梯田、龙潭古镇、阳
雀坡古村、 虎形山花瑶景区等共接待游客
28.34万人次。

雪峰山风景优美，集峡谷、古树、怪石、飞

瀑、梯田等多种景观于一体；人文资源神奇独
特，高庙文化、屈原文化、农耕文化、宗祠文
化、抗战文化、巫傩文化、花瑶文化等多种文
化形态共生。 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通过
区域联动，休闲度假、旅游观光、户外健体融
合，为游客打造了独具魅力的旅游产品。 在这
里，游客既能看花瑶风情表演、龙潭花灯戏、
舞龙舞狮，吃特色小吃，体验民俗风情；又可
以入住云端别墅， 在云端瑶池边畅游边欣赏
山顶美景，享受林间休闲的自在惬意。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肖晔

10月1日，湘乡市东郊乡三湘村，湖南
亚栖亚现代农业产业园。

“老乡，请问你们谭总在吗？ ”
“谭总？ 我们这里没有谭总。 ”
“从新疆回乡创业的谭总啊！他流转了

近3500亩土地， 建了一个农业产业园，为
当地村民提供了600多个就业岗位， 年龄
应该在40岁左右吧。 ”

“哦，你说的是鹏伢子呀!哪里有40岁
咯，他是一个90后。 这小伙子还真不错，脑
瓜子活！ 喏， 那边拿着锄头干活的， 就是
他。 ”

顺着老乡所指方向，记者见到了“鹏伢
子”———谭鹏。 他穿着T恤，戴着一副近视
眼镜，正和村民一起平整土地。

小时深受分离苦，
长大立志回故乡

“小时候我就是个留守儿童，与家人分
开的苦，我深有体会。 ”谭鹏说。

1991年7月，谭鹏出生在三湘村。 8个
月后，其父母远赴新疆塔城打工，谭鹏由爷
爷奶奶带大。 2013年，终于“熬”到大学毕
业，谭鹏毅然背着行囊，只身去了塔城。

这时， 谭鹏的父亲谭建辉已在塔城闯
出一番天地，创办了建筑公司，还拥有多家
商场与酒店。

“爸爸，我们回家吧!”
“回家？ 你知道回家意味着什么？ ”
“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
“你懂什么！ ”
2016年的一天，一起打拼的父子俩第

一次红脸。
谭鹏劝说父亲回乡，并不是头脑发热。

在一次春节回乡探亲时， 他看到一户亲戚
家只剩下两位老人， 一声不吭在埋头吃着
餐桌上仅有的一碗萝卜炒肉。“孩子们忙，
没时间回来。 ”老人说。 这让谭鹏想起了小
时候的心酸事。“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年轻人
留在家乡，既能赚钱又能陪伴家人呢？ ”谭
鹏一直寻思着。

后来，在湘乡市组织的“迎老乡、回故
乡、建家乡”座谈会上，谭建辉也被家乡领
导的一片热诚所打动。 他谋划着未来的发
展方向：在家乡流转土地，开发现代农业，
让年轻人在家门口就有钱赚。

终于，父子俩一起踏上了回乡路。

养鸡全程自动化，
带领乡亲奔富路

“走，去我的蛋鸡养殖场看看！”谭鹏带
记者穿过稻穗金黄的稻田， 走过果香四溢
的种植基地，跨过特种水产养殖区，顺着一
条与320国道连接的新柏油路，一路向北。

占地150亩的蛋鸡养殖场绿树葱茏，
花香扑鼻。 这里养了35万羽蛋鸡。

“秘密就在这里。 ”谭鹏指着厂房里全
自动化的生产设备说，“它能提供喂料、集
蛋、饮水、清粪等全套服务。 ”去年，养殖场
养蛋鸡20万羽，收入近3400万元。 今年养
蛋鸡35万羽，收入有望突破6000万元。

养鸡，其实并不在谭鹏的计划内。 刚
开始， 谭鹏和父亲打算先喂养5000羽试
试。 相关部门了解后， 主动派来专家指
导，并安排谭鹏去沅陵等地考察。 几次实
地走访后，谭鹏决定引进自动化设备，扩
大养殖规模。

“工商、税务、环保等手续都办得很顺
利，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市、乡各级领导还
多次来现场办公，帮我们修了路、安装了变
压器，尤其是派了科技特派员驻这里‘盯’
着，要不然，我们发展不了这么快。 ”谭鹏
说。

政府为返乡创业者“铺路”，创业者带
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目前，谭鹏与父亲创办
的亚栖亚现代农业产业园已流转近3500
亩地、300多亩水面， 提供固定就业岗位
600余个。 农忙时，用工1000余人。

一片希望的田野，
引回更多年轻人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把理想安放
在这里， 希望它生根、 发芽， 永远朝气蓬
勃！ ”谭鹏说。 荩荩（下转2版）

�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国庆假期将于7日收官，铁路、公路相继迎
来返程高峰。 广铁集团今日发布，6日广铁
发送旅客193万人次， 迎来铁路返程客流
高峰。省高速公路监控指挥中心发布，湖南
省内多条高速公路因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实
施了交通管制。 7日24时起，高速公路将恢
复收费模式。

截至6日18时，7日湖南往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方向的高铁、普铁车票已售罄，
省内邵阳、 怀化往长沙方向列车车票基本
售完，其他短途车票紧俏。广铁集团今天加
开高铁动车组33对， 主要满足湘粤两省间
短途出行需求。

铁路部门提醒， 网络订票旅客务必提
前取好车票，切勿集中赶往车站取票，以免

耽误行程。
全省高速公路从5日起开始迎来返程

高峰。据省高速公路监控指挥中心发布，今
日沪昆高速邵阳段、泉南高速株洲段、平汝
高速株洲段、 益阳南线高速金盆山入口等
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有的实施了交通
管制。

6日至7日， 长张高速长益段实施交通
管制。 管制期间，8时至12时、14时至18时
对泉交河、益阳（湘江西）、宁乡、金洲、关
山、友仁收费站进行交通管制，车辆只出不
进。 长沙西收费站根据往西方向车流量情
况确定管制时间，届时只有3个入口通道可
通行，其余5个入口通道关闭。 建议从益阳
回长沙的车辆，可通过益阳银城大道、长沙
金洲大道返程，或走319国道往长沙。

�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 （记者 刘勇）国
庆长假，对多数人而言，是休闲的好机会；
对全省水利战线而言， 是另一个忙碌的开
始———秋冬春水利建设战役打响了。

进入10月，汛期结束，降雨明显减少，
河湖相对安澜， 正是大搞水利建设的好时
机。 国庆节以来的这几天，天气晴好，在洞
庭湖区、 在长沙城内的湘江大堤、 在衡邵
“干旱走廊”……处处可见忙碌的水利施工
队伍。

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年的4月
到9月，全省水利战线忙于防汛抗旱；从10
月到来年春天， 就转战水利建设， 未雨绸
缪。 根据省政府部署，2018～2019年全省
秋冬春水利建设要完成投资289.95亿元，
同比增长16%。

此次秋冬春水利建设主要包括八大类
项目：加快推进莽山水库、毛俊水库、涔天河

水库扩建工程灌区、洞庭湖三大垸分洪闸建
设、 黄盖湖防洪治理等重大节水供水工程；
加快实施《湖南省防洪薄弱环节治理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年）；加快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 对已建工程进行配
套、改造、升级、联网，适当新建部分供水工
程；进一步加大大中型灌区配套与节水改造
力度；引导农民、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及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参与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
计划年底前全省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5
万亩；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计划完成
水生态工程建设总投资47.57亿元； 围绕打
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饮
水安全、农田灌溉保障、防洪抗旱减灾、水资
源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水土保持和水生态
建设、农村水电开发的倾斜支持力度；限期
修复各类水毁灾损水利设施，为明年春播春
种和防灾抗灾创造有利条件。

通道“约”出文明好乡风
有50个乡镇、村被评为国家及省、市、县文明村镇

零陵“三带”促发展惠民生
推进109个重点项目建设,实施近千项民生微实事项目

———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

谭氏父子：理想安放在田野

秋冬春水利建设
要完成投资近290亿元

主要包括八大类项目

铁路公路迎返程高峰
往北上广深火车票售罄，7日24时高速公路恢复收费

雪峰山大花瑶景区成游客新宠

� � � � 10月6日，嘉禾县普满乡曾家村，来自河南省固始县的农机员在为当
地村民收割晚稻。 黄春涛 摄

城郊特色小镇 别有一番风采
10月5日， 长沙铜官窑古镇， 游客在观赏黑石号特技秀。 国庆期间， 长沙及其周边城郊的特色小镇成了市民假期自驾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游客在这些特色小镇既可以感受热烈的节日气氛， 又能体验浓郁的民俗风情。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跨省收割


